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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團圓

有人說：「當我們說『曾經』的時候，意味著遺憾。」實則未必如此，「曾經」，其
實象徵著成長的軌跡與歲月的歷練，也可能是心底裡最深刻的回憶或一段令人嚮往的時光。
腦科學專家近年來始終不斷強調：美好的童年記憶，能幫助孩子發展愛的力量，更能夠協
助成人面對難題時，有較好的韌性與抗壓力，克服難關。
甚麼是童年的記憶呢？！媽媽煮菜的味道、一起走過的大街小巷、一起唱過的歌、一
起聊天或一家人曾經出遊的體驗……等，點點滴滴的日常，都會留存在孩子心底裡。然而，
彼此之間共同的記憶，是一種互相珍惜的感受，需要照顧者為孩子用心創造。當我們提及
「忠愛孩子、義不容辭」時，是對自己，也是對社會中所有父母的期許：希望暴力、疏忽
或者不當對待別輕易出現在任何一個孩子的童年記憶中；若事與願違，那麼安置家園就是
社會中義無反顧的安全網，家園中的照顧者，必需承擔、必需接手、學習用愛去模擬親情，
創造一個足以讓孩子回味的溫暖童年。縱使創傷留痕，依然需要
有人去引領失依兒相信這世界擁有純真的美善。

公益參與

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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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
回到熟悉的城市，耳邊傳來路過的餐廳內的歡聲笑語，以及下班下
課人們計畫著晚餐菜色的交談聲，令人不禁加快腳步。外地的食物
固然美味，卻總感覺比不上從前熟悉的味道，令記憶中的飯菜美味
的秘訣，大概是家人的陪伴吧。

作者介紹
鴨鴨(趙潔心 )

育幼院嘗試從嬰幼兒的感覺統合與學童的科普教育與大眾分
享兒童潛能發展的要義，是美妙的自我提醒：如果為人父母者，
都從潛能發展的角度去關照每個孩子的差異，概括承受就沒有那
麼困難。無論資賦優異或愚魯，每個孩子都是一個有價值和尊嚴
的「人」，也都是「寶貝」。
心棧家園今年透過推舉家園園生代表，讓青少年學習自治，
從認識權利與義務的過程中，學習自律自愛，很高興這樣的信任
感能在家園中發生，也樂見孩子對參與公共事務、提供發言機會
和自由，有更多的學習。
忠義基金會執行長

忠義願意不斷邀約大眾和失依兒少站在一起，創造更多美好
回憶，把眼光放在未來「成為更好的大人」那一天。

憶棧童話【桃馨園】

憶棧童話

這會是一份意義非凡、責任重大的工作。因為儘管創傷留痕，緊短家園中孩子每一位都是
獨一無二的，都是很需要媽媽呵護的。每個稚齡孩子背後都有故事或者極複雜的生命經歷；
當我面對這些孩子，心裡不免五味雜陳，但總會提醒自己收拾同情的心態，必需以平常心
去帶動屬於每個學齡前孩子應有的體能、美勞或簡易的生活自理練習。我期許在短暫的相
處時光裡，盡可能教導他們變得更獨立。因為只有獨立、不過度依賴，才能在後續的「家」，
獲得安穩生活。
因為原生家庭的不當對待，一般孩子每天再平常不過的日常，對家園孩子來說，都是
一種適應與學習的歷程。因為有些孩子在原生家庭中的生活經驗幾乎為空白，因此從自己
練習吃藥、洗澡、吃飯、收拾到與同儕相處、學習知識……等，都仰賴工作夥伴在不同層面，
一天一點一滴的相處、陪伴與教導累積。

PM5:00

文◎桃馨園保育員 莊郁婷

多數的親職專家提到「媽媽的保存期限」時，是意味著要媽媽學習認知孩子是會
長大的，終有一天是會跟媽媽分離的。因此，為人母者，在不斷看見孩子的特色與需
求的同時，也要學習「放手」。
我是一位緊急庇護家園的保育員，每天工作內容就是取代媽媽照顧 0-6 歲遭遇不
當對待的孩子，在「接手」與「放手」之間，對每一個孩子都是唯一的存在。孩子對
我依賴，「媽媽」卻僅擁有短則數天、長至 6 個月左右的「保存期限」。和孩子生活
在一起的時候，我像是媽媽，有時候更像是一個老
師。桃馨園收容因遭遇暴力、遺棄或不當對待而需
要緊急安置的孩子，在有限的收容空間中，幾乎每
個月都處於滿床的狀態。為了終止家庭暴力的惡性
循環或避免加害者再次傷害孩子，忠義提供孩子們
「在園教學」的服務，將外在環境對孩子不當對待
的傷害減到最低之外，仍要協助孩子在安全的地方，
累積面對未來的能量。

AM9:00
「媽媽早安！」每一天，迎面而來的是孩子們有
朝氣的問候與熱情的擁抱，我的工作便這樣開始了。
或許很多人認知的保育照顧工作就是「看小孩」、「顧
小孩」，是再簡單不過、沒有技術可言的？但我覺得，
如果能看見每個入住的孩子，都是一個完整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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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著孩子度過一日兩餐，來到第三餐前夕，
「媽媽」的體力也接近耗竭了。面對發展較遲緩
或有情緒議題的孩子，需要更多耐心與包容。我
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拿著放大鏡在背後跟著，因
為有一些孩子速度就是慢了一點、有一些孩子就
是喜歡挑戰你一些、有一些孩子就是活潑了一點、
有一些孩子就是特別了一些；但在「媽媽」眼中
的他們，優點比先天或後天的不足還多，孩子比
別人還懂得珍惜這些得來不易的資源，每當吃到水果與餅乾，總是回應以滿足的笑容；當
有老師來家園上課時，有種無比渴望求知的神情；當有機會走出戶外時，那很把握、很珍
惜與很期待的心靈……，這些日常，對他們來說都是不尋常的一次次的機會。他們年紀還
小，沒有力量埋怨命運，卻時時刻刻把握機會。
小小個體獨立的背後，其心底很期望有人陪，哪怕我們只是陪著這些孩子遊戲、聽他
們分享，孩子總會把握機會與「媽媽」撒嬌；無論是日班的午休或是夜班的夜眠，我總是
喜歡睡前擁抱過每一位孩子，跟他們道聲午安或晚安，他們總是會盡可能的將雙手張到最
開、笑容最大的擁抱你，你會知道他們是打從心裡深切渴望著被愛。

PM7:00
「明天還是你嗎？」年齡比較大孩子，會這樣問每一位即將下班的「媽媽」，在這裡，
他們適應著每一位不同的保育員，期待在某一位「媽媽」身旁找到永遠的庇護所，就如同
往後他們需要適應出現在他們未來人生中的每一個人，在後續的生命機遇裡，找尋屬於他
們真正的「家」。
緊短家園的「媽媽」有特別短暫的保存期限，但卻在
短暫的親子時光中，獲得非常深刻珍惜。好希望社會中的
多數人能看見孩子的渴望。用願力、用物力、用經費、用
愛去支持接受緊急庇護的孩子：有朝一日都能夠找得到願
意且可以承諾永遠的「媽媽」。
點 滴 捐 款 ● 忠 義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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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天空是彩色的—拓展失依兒科普學習視野
常聽聞失依兒遭遇身心情緒困擾、過動、發展遲緩等成長險阻。然而，生命都何
等寶貴？！安置家園致力提供基本生活照顧，也有責任讓每個孩子都有適性發展的機
會，在生活中開發孩子潛能與未來，是從零到一的教養課題，值得各界家庭參考。
謝謝始終努力彌足教育差異並陪伴孩子快樂學習的「立賢基金會」及「牛頓公益
聯盟」，不斷傾聽院童的特殊需求，從體育、美術、感統與科普教育中，陪伴弱勢孩
子慢慢長大。

進化中的神奇寶貝—談嬰幼兒感覺統合

文◎職能治療師 薛文媛

感覺統合似乎是一門艱深的學問，事實上它在你我生活中無時無刻在發生！簡單來說，
感覺統合就是從感覺刺激輸入至大腦做訊息處理，再經由身體做出反應的過程！而感覺刺
激又包含了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嗅覺、前庭覺與本體覺。
良好的感覺處理可奠定嬰幼兒在情緒、動作、日常生活、人際互動與學習的基礎。反
之，當感覺處理出了狀況時，可能反映出過度敏感或對於感覺刺激反應不足的現象。
但不用過度焦慮，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感覺處理上的挑戰，只要不造成日常生活、學
習與工作上的困難，就不被視為是感覺統合上的障礙，也不需要做立即的醫療處理。如此
聽起來似乎當感覺統合出現障礙時，才需要有感覺統合的課程？答案是錯的！在現今的社
會中，孩子被過度保護、遊戲空間受限使得他們在感覺的接觸上明顯受到侷限，若能提供
適度的刺激，不僅能降低孩子的不適切行為，也能促進發展。
有幸為忠義的孩子設計 10 堂主題式感覺統合課程，過程中讓孩子們接觸較少碰觸的感
覺刺激與透過遊戲的方式輸入可以安定情緒的本體覺與前庭覺刺激。在這過程中我們
看見孩子的成長，從原先的環境適應、情境轉換困難，對於未接觸的活動會有大哭大鬧的
狀況，轉而到活動尾聲孩子能夠主動的參與、樂在其中，這些都是感覺統合課程帶給孩子
們的轉變，也陪伴他們走過感覺處理路上的種種難關，相信未來他們更能夠帶著堅毅的發
展基礎，迎向未知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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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牛頓科學教室

季復興

106 年 3 月，感受長年默默協助弱勢團體的永琪與美秀大嫂夫妻 2 人之熱忱，獲邀一
起運送募集物質贈送忠義育幼院，發現孩子們的最低需求量仍有好多不足，包括科普知識
養成。啟發我想盡一份心力協助這些孩子，創立「牛頓公益聯盟」，包括：熱血的牛頓科
學老師、充滿愛心的德式麵包店蔡良全老闆、教育家基隆市文馨幼兒園邱園長、相同理念
的北投區科學班家長、有理想的社會青年團隊輕輕小學堂等。
106 年 6 月起，每月定期週末下午，牛頓科學老師們以國小教科書課程內容為依據，
設計符合孩子學習的實驗課程，啟發潛能，以玩中學方式，操作各項基本實驗，培養學習
興趣，並提昇自然科學方面的能力，增加孩子後續求學過程中所應俱備的能力。藉著一次
次科學實際與操作，將科學原理運用不同教材，以觀察、手作 DIY 方式學習，有「泡泡老
師」、「Apple 老師」、「Happy 老師」、「OK 老師」活潑生動的陪伴，就在家園 4 樓的
長桌上，老師一遍遍講授科學原理的聲音與孩子們開心愉悅的笑聲，雖然秋冬季的天空有
些陰暗並飄著細雨，但在寶貝們爽悅回覆的口頭考試中，一切辛苦與努力都是值得的。
目前科學班上課堂數累計達 40 堂課以上，新一期的課程業也整編完成，從三月開始會
一堂一堂再展開，持續灌注力量給這群未來的工程師與科學家，也期盼有更多企業或個人
共同參與，關懷孩子們的教育及成長，為後續社會的穩定奠立基礎。
來自立賢基金會的信賴與肯定：
致力於為偏遠地區學童提供多元化教育服務的我們，總與社福團體站在一起，聆聽不同育幼院的需求，設計各類課程及活動，
維持長期合作關係。
忠義育幼院是對待孩子們十分用心、對課程規劃有想法，也願意與我們溝通的機構。結緣至今，共同參與了許多孩子的學習歷
程:從街舞、律動、烘焙、到美術、感統遊戲、直排輪……等，啟發孩子各方面的興趣，並幫助孩子探索自我、從中建立自信。
能陪伴孩子快樂成長與學習，是立賢與忠義合作的初衷。希望能帶著這樣的心，一直陪著孩子們走下去。

註解：
①過度敏感：害怕他人碰觸、過度挑食、環境適應困難、過度緊張焦慮等。
感覺刺激反應不足：對疼痛的感受不靈敏、坐不住、愛好從高處往下跳或是轉圈圈的活動等。
③感覺刺激：不同質感的物品-從沙子或是黏土中找尋寶物、菜瓜布、刺刺球、各種樂器的打擊等。
前庭覺刺激：1.火車過山洞-讓孩子們以倒Ｖ型的姿勢撐在地上變成山洞，此時大人可以當做火車穿越孩子，並同時搭配著
兒歌。
2.寶寶搖籃-讓孩子躺在浴巾上，大人抓住兩側浴巾，並騰空輕搖。

點 滴 捐 款 ● 忠 義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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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棧家園】

曾居住安置家園的孩子，在離園獨立前，雖然已預做許多準備，也開始為自己的生活
負責，但總會擔憂緊張。因此，為了讓孩子的未來能走得更平穩，心棧願意做最堅強的後
盾，離開以後，就像至親好友持續關心彼此，如果孩子願意，也可以把這裡看作一個「永
遠的家」。在這個家園裡的大人們，都希望每個孩子順順利利適應不一樣的生活。後續追
蹤，是我們放在心底裡最深層的牽掛，藉著新年的氛圍，讓愛更直接傳遞到大孩子的心坎
裡：期待這些振翅而飛的大孩子，能飛得更高、更遠，但不要斷了線。能力許可的話，彼
此互相關懷，在每一年圍爐回家吃飯時，帶回更多輕鬆自在的笑容。
心棧家園即將邁向第十年。十年之間，從陌生到熟悉、從愛到更愛。我們和許多失依
少年經歷了許多越來越愛彼此的旅程，其中不全然是「甜」，卻因為包括酸、甜、苦、辣
而更擁有豐富滋味：孩子和我們一同歡笑、流淚，一起度過自我認同混淆的青春歲月，一
起學習當個更好的大人。當今日能夠聚在一起，微笑回憶彼此的過去，生活中便增添了一
些越陳越香甜的感動！
口述 ◎離園生代表
彙整報導◎生輔員周庭羽

每年農曆春節前夕，心棧家園總會有那麼一個夜晚，熱鬧滾滾、人聲鼎沸、回家人潮
絡繹不絕。心棧的孩子準備食材、布置場地，從白天到晚上，一刻也不得閒，因為，這是
家園的傳統：一年一度的「團圓飯」。藉由圍爐，讓家園中的孩子、離園自立的大孩子，
能夠一起相聚、一起吃飯，也期待藉由熱鬧的氣氛，讓大家有機會靠近這個曾經讓「心」
在此「棧」留的【家】，一起回憶過去共同生活過的時光。
擁有類似成長經驗的孩子，因為回家團聚，能建立與維繫彼此之間更深的情感，這往
往是隆冬夜裡、新年前夕，最簡單又最暖心的問候。院長、主任、社工、生輔員等工作夥
伴與所有孩子一同相聚，此時此刻的我們，就像是一個真正的「家」，在場所有的人，都
是最重要的「家人」。除了特別為孩子準備的圍爐紅包，家園也提供多項好禮抽獎及實用
的生活物品，邀請大家兌換。每個人回到這裡，不僅心底暖烘烘，就連荷包和背包也都滿
載而歸。
己亥圍爐，特別與近 2 年才離園的孩子深聊分享生活近況，了解心棧曾經帶給這些孩
子什麼影響？能在他們自立生活的過程中，給予哪一方面的協助？我們看見這些離園孩子
的生活現況，也一塊兒回味過去的點點滴滴：

( 阿忠 ) 在家園生活中最印象深刻的，是平時的日常生活，每天準時起床睡覺，
雖然很多人住在一起。大家很吵、很煩，可是過得很開心，家園的同儕和工作人員人
都很好、很關心我，在有煩惱時可以給予建議，可以讓我感覺很安心。離園後，開始
自己住，最重要的「經濟問題」，一切都要自己想辦法，有時候會覺得很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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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置 教 養 ● 國內外收、出養 ● 社區關懷輔導服務

2019 年夏天，即將到來的心棧十周年慶祝派對與攝影展，是愛是感謝：謝謝所有曾經
陪伴我們長大的愛心企業、團體與個人。青春，正因為有你，而顯得更加精彩。忠義對青
少年的愛不會間斷，一如社會大眾對心棧少年的關懷與期許，一直都在。

憶棧童話

( 阿義 ) 這次回來參加圍爐，覺得有種熟悉感，但又感覺很像離開很久。有點溫馨、
想哭的感覺，看到之前一起住的園生，照顧我的工作人員，很懷念以前住在這裡的生
活，看到大家感情都很好。這裡的工作人員都很開朗，真的會很想要每年都會想回來。

成果報告

結合勸募平台、電信業者等通路資源

107 年服務成果報告
守護失依兒】

一個孩子，在你我生活的社會中，頓失所依。我們能做些什麼 ?
一個家園，正在守護失依兒少，幫助孩子遠離不當對待，重獲新生。家園最需要什麼？
答案都是愛。
在大眾的支持愛護下，忠義用心守護需要被幫助的孩子，
為孩子找家、將他們視若珍寶。
祈願家家戶戶都愛孩子，失依兒少在社會力量的守護中，
能免於飢餓與恐懼，擁有健康快樂與受教育的權利！

持續推動『愛家心行動』，結合幸運草劇團偶劇演出，籌組 14 人說故事志工團，進入校園進行愛
家分享，共舉辦 9 場 735 人次，藉由青青的故事，陪伴小朋友學習如何同理，成為愛家小幫手。

勸募

發起/參與單位

募資
活動

活動名稱

忠義基金會/慧榮科技

第六屆「和幸福作伴」帶我尋家趣愛心園遊會

忠義基金會
愛人家族

教育費專案-幸福上學去計畫
①「童學福利社」捐款贈
「歡劇來助學」演出
③ 幸福好學聲-公益演唱會

忠義基金會
愛分享公益慈善會

①「童尋幸福」-愛心園遊會
2019「童尋幸福」公益桌曆

忠義基金會
全球人壽

①因為愛-萬人瑜珈公益活動
推廣『我的一畝茶一畝田』認捐

忠義基金會

2019「心。覓秘基地」公益手札

公關推廣

義賣
經營企業及社區資源，號召愛心企業捐贈物資，共計 16 場次的義賣活動。

發票
透過發票點設置、企業及愛心志工街頭募集，以及電子發票推廣等；本年度共募集 618,353 張，
中獎金額計 1,867,356 元。

數位化人資系統導入
為優化人資管理，導入人事系統，藉此強化工具也提昇服務品質。
社區關懷0.26%
利息收入3%

人力資源/研究發展/行政管理4.74%

其他收入1%

少年福利12%

服務收入5%
委辦收入13%

兒童福利83%

政府補助收入16%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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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院生關懷
持續推動「親緣樹」—義家人魔力屋計畫，共計聯繫 128 位院友，透過面訪、電訪或社群發文觸
及超過 2,064 人次以上關懷服務。本年度深度回應與主動提供 11 個案的具體求助 ( 未婚懷孕 *1、
法律涉訟 *3、求職需求 *3、求學助學事宜 *4)，協助義家人穩定生活，並透過活動辦理及年節關
懷禮的回饋創造彼此自在相聚的機會。發行生命禮物書《覓 ME 河》，以兒童的最佳利益衡量，則
盼望能在收出養接返的第一時間就為日後的尋親重聚做好準備。

愛家行動倡議

(1) 推動蒲公英助養計畫 -『尋家覓寶』，號召 714 位助養人定期定額助養。
(2) 募集經費妥善使用於失依兒少安置照顧、各項多元支持服務，及兒童權益議題教育宣導與研究工作。
(3) 持續透過異業結合及活動辦理，連結企業與團體愛心支持，陪伴失依兒少溫暖成長。
類型

憶棧童話

忠義基金會【家家愛寶貝

(1) 運用 Yahoo、智邦、i-giving 及樂公益平台，共執行 5 案勸募專案，爭取兒少安置經費。
(2) 與電信業者合作手機簡碼捐款，申請台哥大 518068、中華電信 51152 行動即時捐，及亞太電信
59059，因應捐款趨勢及促進便利性。
(3) 爭取多功能行動支付捐款，包括 Linepay 及台灣 pay，創造多元捐款模式。
(4) 結合甜蜜家族、日式威廉髮藝等實體通路，爭取常年友好店家協助設置公益 DM，號召會員及社會
大眾加入弱勢公益關懷行列。

內容

會訊發行

第62-64期會訊，發行量共計86,000份。

電台口播

號召藝人或名人參與公益宣傳，錄製「助養篇」、「好童學篇」及
「童尋幸福篇」口播，徵求各大電台公益托播，共計102家露出，藉此
提昇基金會知名度。

記者會

共辦理10場記者會，總計417則報導露出。

社群網站

經營FB社群，截至107年底按讚粉絲數共計12,116人。

安 置 教 養 ● 國內外收、出養 ● 社區關懷輔導服務

捐贈收入62%

經費收入概況
項
目
金
額
服務收入
6,414,870
政府補助收入
19,820,938
捐贈收入
78,722,744
利息收入
3,888,626
其他收入
1,640,194
委辦收入
17,212,445

經費支出概況
項
目
金
額
兒童福利
68,026,480
少年福利
10,256,260
社區關懷服務
212,000
人力資源/研究發展/
3,816,230
行政管理

點 滴 捐 款 ● 忠 義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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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桃馨園【「馨」的希望與未來，需要你我一同來用「心」】
服務 64 名嬰幼兒，提供安置教養服務，並協助 45 名園童轉銜中長期安置機構。

育幼院【愛在忠義、幸福傳遞，用溫暖的心讓愛無限大】

院童嬰幼兒期入住後經過一年多之出養程序後結案，與本院個案平均安置天數為 433
天吻合。本院之個案來源多為未獲適當養育之政府監護案、父母有特殊身心狀況等家庭背
景致媒合國內出養不易，107 年度安置最長天數及平均安置天數皆已較去年再減少，且國
外收養比例增加，顯示在本會團隊安置照顧及收出養服務中心的努力下，提高為孩子們尋
到家庭順利出養的機率，更看見機構持續轉型成以出養需求前短中期安置之屬性。
育幼院安置原因

育幼院個別處遇服務(人次)

桃馨園承辦桃園市政府所委託的緊急短期安置家園已邁向第 8 個年頭，在 107 年度的服務統計
中，我們安置對象有近五成為 0 至 2 歲的嬰兒，在所有被安置童中，因母親孕期吸毒引發新生兒戒
斷症狀、嬰兒期不當照顧導致嚴重腦損傷而被保護安置比例更居首要之況。
隨著成年人疏忽及不當照顧的行為，嚴重影響孩子們一生的健全成長，因此，社福安置系統得
透過團隊的專業人員以及網絡資源單位的結合來穩健園童日常生活照顧、醫療協助、早療復健、自
理能力等適齡發展的服務提供。
因著公私部門的協力合作，再加上社會大眾對本會的信任與支持，我們得以在安置服務上屢創
佳績，願你我珍愛這份心，持續用愛灌溉這群天真活潑的孩童。
桃馨園安置原因
性侵害3.13%

未婚懷孕12.31%

單親家庭無力照顧3.08%
身心虐待3.08%

憶棧童話

提供 65 名失依兒安置照顧服務：平均每天提供 35 位兒童，全年度 13,257 人次
安置服務，較 106 年成長了 1.1 倍。

桃馨園個別
處遇服務(人次)

遺棄6.25%

疏忽31.25%
不當照顧7.81%

不當管教9.38%

服務 20 名青少年，平均每天提供 16 名青少年，全年度 6,018 人次安置服務。
本年度家園照顧的青少年中，超過 8 成是正在就讀高中階段的青少年，這階段正是即
將踏入社會前的關鍵期，但大部分青少年由於原生家庭能力不佳也無法提供及時的支援，
導致他們在離園以後，往往都需要自己獨立生活，因此，如何幫忙這群即將自立的孩子們
做好準備，走向下一步更是我們一直以來重要的服務目標；107 年度家園特別連結了許多
社會資源單位進入家園，一起為青少年量身打造自立相關的課程，例如：生活技能、面試
技巧甚至是就業態度培養等，都是我們為青少年做的自立準備。我們期待與您一同攜手，
貢獻所長及資源來給予青少年們更多的陪伴，讓他們能夠更有勇氣走向人生中的下一階段。
心棧個別處遇服務(人次)

性侵害10%

包含年齡大於 5 歲以上、發展遲緩、疾病、或原生家庭有複雜背景 ( 藥 / 酒 / 毒癮或精神疾病、
智能障礙等遺傳疾病史 ) 的孩子。
出養是一件艱難的決定，是孩子身分權益的重大改變，也是出養人終身難以癒合的傷口，收出養
服務中心除了與出養人共同思索如何保障孩子的最佳利益，連結各式社政資源之外，更重要的是為陪
伴出養人渡過旁人難以體會的歷程。
為落實國內收養優先原則，積極培育國內收養家庭，透過電話諮詢、收養說明會、會談訪視、調
查評估、親職教育課程、收養資格審查、媒合會談、漸進式互動等各項收養準備工作，為孩子的人生
開啟另一扇窗，迎接新契機。
在國外收養部分，為讓更多特殊需求或 7 歲以上大齡孩子增進媒合及出養的準備，與合作單位共
同辦理超級兒童方案、美國體驗夏令營，為每個孩子的個別需求都能夠被凸顯，找到永久的家。
本會承接桃園市收出養資源整合服務中心已滿兩年，服務內容包含提供資源轉介、收出養諮詢、
宣導、教育、法院認可後續追蹤訪視等，希望為收養人、出養人、被收養童或與收出養議題有興趣的
民眾，提供各項資源及協助，並積極創造友善的收出養環境。
出養因素統計

出養童的幸福歸宿
澳洲12.5%
無力照顧45%

原生家庭情感連繫

收出養服務中心【愛讓孩子有心的依靠】
共計協助 117 個原生家庭及孩子辦理出養服務，並為 40 位孩子找到永久的收養家庭。

心棧家園【你我攜手給力，陪伴少年自立】

心棧安置原因

無力照顧25%

在園教學

46

追蹤服務

3427

出養服務

34

原生家庭情感連繫

1199

早療復健及評估

830

醫療

106

心理諮商

未獲適當照顧64.62%

個別輔導

1500

1405 695 1141 156
早療復健及評估

身體虐待17.19%

遺棄10.77%

心理諮商

諮詢協談

1295 57

醫療

家庭變故
無力照顧6.15%

國內32.5%

不當照顧25%
丹麥10%

78

其他

家庭無法提供照顧或教養

主要照顧者身體不適

家人無法接納該子女

安 置 教 養 ● 國內外收、出養 ● 社區關懷輔導服務

意外懷孕子女數過多

12

經濟狀況不佳

加拿大2.5%

單親扶養困難

美國20%

受虐兒童

瑞典22.5%

外遇所生子女

18人 5人 1人 23人35人 8人 7人 5人 30人 4人
非婚生子女

原生家庭情感連繫

215

醫療

79

心理諮商

遺棄15%

1470

個別輔導

身體虐待5%

諮詢協談

1071

點 滴 捐 款 ● 忠 義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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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家人系列報導 4

憶棧童話

文◎資發組企劃 周孜穎

Andy 和阿達哩不是真正的家人，但他們擁有相似的成長背景與共通的興趣，即使多年未
見，彼此仍然有聊不完的話題，毫不費力就能心意相通。在親近與信任的關係中，他們就像
是「一家人」!
擔任五金業老闆特助兼司機的阿達哩，幽默風趣卻穩重踏實，他總是笑笑地把自己過人
的口才與談吐，謙虛歸功在育幼院成長時節慶或餐會的表演：因為小時候曾經隨著院長媽媽
參與募款餐會，向愛心人士傳達感謝之意；有時也會為了節慶活動而有上台唱歌、表演的機會，
這個和同齡孩子不同的生活經驗，反而成為滋養的土壤，練就了堅強人際互動力，對於自立
以後的職場轉換或人際互動，都有很正面的幫助。
斯文有型的 Andy，是竹科工程師。身處變化快速、工時冗長的科技產業，技術能力僅是
入行基礎，能否在這個行業久待？抗壓力、溝通力與對於創新技術的求知熱忱，都十分重要。
Andy 推翻了多數人對於資訊工程師既「宅」又「不諳人情」的刻板印象，用坦誠直接的表達力，
展現對生活周遭的人文關懷；用運動來延展自己的極限。Andy 曾被公司夥伴推舉為「三鐵社
社長」，在超越極限的游泳、騎車與跑步間，Andy 找到自我，找到快樂，同時也找到工作與
生活的平衡點。
回到從前，Andy 和阿達哩不約而同想起時常陪伴院童外出的美國學校安老師以及因病逝
世的小珍媽媽。阿達哩記得小時候曾經有遇到挫折而大哭的經驗，當時小珍媽媽對他說了震
撼且一輩子難以忘懷的話語：「我因為沒有鞋子而哭泣，直到遇見了一位沒有腳的人」，從
此，阿達哩決定收起眼淚、努力生活，學會「比上不足，比下有餘」。Andy 對於小珍媽媽無
法見證自己結婚成家的那一刻，仍感到遺憾，但勉勵現在居住在安置家園中的孩子「不要因
為居住在育幼院，就看輕自己」。知足常樂是自己成長歷程中的體會，也是小珍媽媽的身教。
提早學習「獨立」，其實是很寶貴的經驗。能明瞭自己曾失去一些，也將擁有一些他人未曾
擁有的生活，就是成長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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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般人而言，515 或 113（註）只是個數字，但對於三
鐵賽事熱愛者而言，這兩個數字充滿生命力。三鐵與馬拉松，
在倆人眼裡心底都閃耀光芒，就連跑齡較短的阿達哩都說：「跑
步的感覺，是會上癮的」，「沿途的加油是個感動，完賽的成
就感更是用金錢買不到的」，從 3 年前第一場參與的國道馬拉
松到變裝路跑、高海拔的阿里山路跑……等，阿達哩不斷自我
挑戰，就像 Andy 一直在跑步與人生中實踐的「忘記背後，努
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
Andy 和阿達哩的「家庭倫理觀」很務實：「心中要有家
人」、「彼此信任、互相扶持」。對於幼年不曾照顧過自己的
長輩仍有義，親情之愛像信仰，支持著倆人儘管遇見挑戰，仍
堅定去承擔家中長輩的病痛與生活。因為看見父母離散會對孩
子造成不可逆的影響，Andy 曾經許下心願，若是自己結婚一定
不要離婚。但是，婚後與老婆共同承擔許多生命重擔後才發現
「婚姻沒有想像中的容易；尤其有些變化，並不是由你能夠控
制的」。Andy 持續用心愛己所擇，一如馬拉松跑者不輕言放棄
的確定，也是因為深信「家」是一個能夠抒發情緒並且包容真
實自己的地方。
古詩＜知足歌＞曾經這樣吟唱：「莫謂我身不如人，不如
我者尚多乎。退步思量海樣寬，眼前便是許多福。」Andy 和阿
達哩都是和自己賽跑的人，他們活得精彩，那是因為深深明瞭
「唯有不斷的『超越自己』，才是正確而必要的比較！」
註；三鐵賽事的標準比賽距離
51.5km=游泳1.5km、騎車40km、路跑10km

113 km =游泳1.9km、騎車90km、路跑21.1km
點 滴 捐 款 ● 忠 義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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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旅程，穿梭著前往長大的列車，將孩子生命中珍貴的每刻，呵護乘載，
串連溫暖歡樂記憶，編寫出幸福童話，牽起渴望愛的小手，在月台陪伴等待，
下一站，家。
角落的幼小生命，憑藉著社會的支持，持續給予關愛和溫暖，便有機會走出灰暗，豐
富成長中的童年回憶。為使失依兒的家園生活能有長期穩定的援助，本會常年推動「蒲公
英寶寶助養計畫」，透過家園式的定期定額捐款，凝聚大眾的各種關愛，化為安穩且具效
率的照顧力量，竭力為孩子的生活提供無虞的保障與安穩的幸福。
2018 年間，蒲公英寶寶助養計畫募款收入約 732 萬，其中逾 75% 來自各界的捐款助養。
在經費使用上，主要以專業人員服務費 ( 社工 / 保育 / 生輔 / 諮商等 )、安置輔導相關費
用 ( 日常生活 / 醫療交通 / 學習活動等 ) 為主，總支出近 1,430 萬，而支出不足部分由本
會自行籌募。

「每一刻的成長歷程，都值得被呵護珍藏。」
幸福的回憶是孩子成長中不可或缺的養分，擁有快樂健康的童年，
方能完整失依兒的生命拼圖。
本會今年度以「憶棧童話」作為主軸，結合常年辦理的推廣資源，
不僅呼籲民眾重視弱勢兒少的議題，亦提倡珍惜與家庭間相處的溫暖
和幸福，讓愛從自身的行為中萌芽，進而影響身旁的家人朋友，建立
更友善美好的兒少環境。後續我們將舉辦各式活動，如「每月 11 助
養失依」和「公益親子 T 恤」義賣等，運用不同方式廣邀社會大眾響
應蒲公英寶寶助養計畫，用實際行動幫助失依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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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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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養，溫暖失依兒的成長回憶

文◎資發組企劃 劉賢章

憶棧童話

「迎接新春、吉祥」之羊毛氈DIY
為讓小朋友認識過年之習俗 - 貼春聯，這次邀請手工藝老師教導製作出應
景之羊毛氈春聯，使家園增添了聚在一起團圓的氣氛。
從原本是一團羊毛，透過每個小朋友共同協力將羊毛濕氈，並專注地將每
一針扎實地將「春、吉」繡於紅色羊毛氈上，像似魔法施法般，完成了 2 幅新
年喜氣的春聯，每個小朋友迫不期待地向大人們分享成品，散發出自己親手完
成的成就感，以及在新的一年開始茁壯出自己的力量。

第一屆園生代選舉
2018 年底，台灣進行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心棧家園也跟著選舉熱潮
進行一場園生代表選舉！
選舉期間，孩子總特別注意各種選舉動向，藉著孩子關心政治的心，與
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的兒少表意權，希望能給家園孩子一個特別的舞台，表達
自己的想法，因此特別建立家園園生代表制度，選出三位園生代表。集合向
孩子們宣布後，大家可說是十分投入。
參考選舉制度流程，讓園生自由報名推舉候選人，候選人透過選舉公報
及政見發表會，讓所有園生了解政見後，進行不記名投票與開票。當選家園園
生代表後，園生代表將有一年任期的聘書及福利，同時需特別要求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遵守規範。更重要的
是，應負為家園園生發聲的義務，統合園生意見，以公眾利益為優先為家園、同儕謀求最佳利益。
透過推薦及選舉，使園生瞭解到民主社會運作及尊重他人，透過民主、合法、合理之行為，達到社會參與
和公民教育之目的。

咖啡因知多少
孩子們還在成長學習階段，飲食營養多需成人提供和篩選，但不知何時咖啡、
巧克力、奶茶……等已成為國民食品，我們常忽略這些食品中的咖啡因對兒童
及青少年的影響。我們無法一直陪伴在孩子身邊提醒和篩選，透過『找一找
咖啡因在哪裡？』活動，建立孩子健康概念及如何選擇健康食品！
各國許多研究都指出，兒童和青少年不宜攝取含咖啡因的飲品或食品，
研究指出攝取咖啡因會加重睡眠中斷症狀、拉長賴床時間、甚至演變成情緒
焦慮，不利於兒童的健康成長、營養吸收、學習和腦部的發育。
兒童及青少年肝腎功能尚未發育完全，代謝咖啡因不易，為了孩子們的
健康，成長專家建議 12 歲以下兒童應避免攝取咖啡因 !
註：加拿大衛生署建議：4-6 歲一天不能超過 45 毫克 (1 罐易開罐可樂 )。
10-12 歲一天不能超過 85 毫克 (2 罐易開罐可樂 )
由於您的支持與鼓勵，孩子們才能健康、快樂的成長，也因您熱情的參與，孩子們的生活更多采多姿。孩子的潛力是無限的，藉由各種活
動的安排，可以增進學習的興趣與潛能的開發，更能讓孩子擁有不一樣的人生。
年度/月份
108年(1-3月)

募得張數
120,335張

中獎金額
213,540元

一張發票代表一份愛心，歡迎大家踴躍捐贈！
‧歡迎公司行號及機關團體來電索取愛心發票箱。
‧廣邀個人捐贈有效發票，郵寄至忠義基金會。

下載愛心發票碼
25999 手機桌布，
結帳前出示供店
家 掃 描， 即 完 成
捐贈發票喔。

常 態 物 資 需 求，
感謝社會各界善
心人士及團體長
期以來對孩子的
用心與關懷。

點 滴 捐 款 ● 忠 義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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